
全国教师资格统考《信息技术学科知识与能力（高中）》

模拟试卷二

一、 单选 题(共 15 题， 每题 3 分， 共 45 分)

1.某制 鞋企 业的 两个 市场 开拓 者甲 和乙 来到 一个 陌生 的城 市， 发现

那边 的人 都不 穿鞋 ，甲说“这里 的市 场很 大，值得 去开 发”，乙说“这

里的 人都 不穿 鞋子 ，这里 没有 我们 的市 场 ”，两个 表现 出截 然不 同的 看

法。 这说 明信 息具 有( )。

A.传递 性 B.价值 相对 性 C.共享 性 D.真伪 性

2.信息 技术 的四 大基 本技 术是 计算 机技 术、 传感 技术 、控 制技 术和

( )。

A.生物 技术 B.媒体 技术 C.通信 技术 D.传播 技术

3.网络 数据 库信 息检 索的 一般 过程 是 ( )。

(1)明确 要检 索的 目标

(2)输入 关键 词， 提交 检索 需求 ，执 行检 索

(3)提炼 相应 的关 键词

(4)选择 要访 问的 网络 数据 库， 登录 相应 的网 络数 据库 网站

(5)浏览 检索 结果 ，必 要时 进行 二次 检索

A.13452 B.14325 C.41352 D.43125

4.计算 机将 程序 和数 据同 时存 放在 机器 的 ( )中。

A.存储 器 B.控制 器 C.输入 /输出 设备 D.运算 器

5.已知 字符 A 的 ASCII 码是 01000001B，字符 D 的 ASCII 码是 ( )。

A.01000011B B.01000100B C.01000010B D.01000111B



A.加粗 、倾斜 、下划 线、字体 颜色 B.加粗 、倾斜 、下划 线、字符 边

框

C.下划 线 、加粗 、倾斜 、字符 边框 C.倾斜 、加粗 、下划 线、字体 颜

色

7.在 Excel 中 ，如图 所示 ，将 B3 单元 格中 的数 据改 为 16.2，表格 中

“总计 ” 列与 图表 的变 化情 况是 ( )。

A.“总计 ” 列不 会更 改， 图表 会更 改

B.“ 总计 ”列会 更改 ，图 表不 会更 改

C.“ 总计 ”列与 图表 都不 会更 改

D.“ 总计 ”列与 图表 都会 更改

8.会出 现“ 排练 统计 时” 按钮 的视 图是 ( )。

A.幻灯 片放 映视 图 B.备注 页视 图

C.大纲 视图 D.幻灯 片浏 览视 图

9.我国 采用 的电 视信 号视 频标 准和 该标 准规 定的 每秒 包含 帧数 是

( )。

A.PAL 制、 30 帧 B.PAL 制、 25 帧



C.NTSC 制、 30 帧 D.NTSC 制、 25 帧

10.在 Flash 软件 中使 用“葫芦 ”元件 制作 补间 动画 ，前、后关 键帧

的部 分编 辑界 面如 图 a 和图 b 所示 ，补间 帧属 性为 默认 。播放 这段 动画

时， 对“ 葫芦 ”大小 、旋 转变 换描 述正 确的 是 ( )。

A.由小 变大 的同 时， 顺时 针旋 转 30 度

B.先逆 时针 旋转 30 度， 在由 小变 大

C.由小 变大 的同 时， 逆时 针旋 转 30 度

D.先由 小变 大， 再顺 时针 旋转 30 度

11.OSI 参考 模型 中的 网络 层的 功能 主要 是由 网络 设备 ( )来实 现的 。

A.网关 B.网卡 C.网桥 D.路由 器

12.将“ 考生 信息 ”表中 ，将 成绩 大于 等于 90 分的 考生 设置 为 “合

格” ，下 列 SQL 语句 正确 的是 ( )。

A.insert 考生 信息 set 是否 合格 ="合格 "where 成绩 >=90

B.update 考生 信息 set 是否 合格 ="合格 "where 成绩 >=90

C.replace 考生 信息 set 是否 合格 ="合格 "with 成绩 >=90

D.delete 考生 信息 set 是否 合格 ="合格 "where 成绩 >=90



13.某数 组有 10 个元 素， 依次 为 11、 21、35、44、 51、 64、78、

81、92、98，若采 用对 分查 找法 在该 数组 中查 找数 据 92，依次 被访 问

的数 据为 ( )。

A.51、81、92 B.51、78、 81、 92

C.64、81、 92 D.64、81、 98、 92

14.已知 int i=1;执行 语句 “j=-i++”后， i 和 j 的值 分别 为( )。

A.1,1 B.1,-1 C.2,-1 D.2,-2

15.理解 水平 的知 识性 目标 通常 要求 学生 能够 把握 事物 之间 的内 在

逻辑 联系 ，在新 旧知 识之 间建 立联 系 。可以 具体 、清晰 地表 明这 个水 平

的目 标动 词是 ( )。

A.构建 B.创作 C.解释 D.模仿

二、 简答 题(共 3 题， 每题 10 分， 共 30 分)

1.数据 库设 计是 指对 于一 个指 定的 应用 环境 ，构 造最 优的 数据 库模

式，建立 数据 库及 其应 用系 统使 之能 够有 效地 存储 数据 ，满足 各种 用户

的应 用需 求(信息 要求 和处 理要 求 )。试 述数 据库 设计 的步 骤及 每步 的主

要工 作。

2.什么 是网 络协 议?目前 互联 网的 主要 网络 协议 是什 么 ?它是 几层

的?

3.在信 息技 术教 学中 ，通 过知 识、 技能 迁移 ，可 以降 低学 生学 习难

度。 列举 3 个知 识迁 移， 技能 迁移 实际 教学 案例 。

三、 案例 分析 题(共 2 题， 每题 20 分， 共 40 分)



1.《声 音素 材的 编辑 与合 成》 一课 的主 要内 容是 GoldWave 软件 的

基本 应用 。邹 老师 请同 学们 课前 自己 录制 了爱 国诗 朗诵 《我 爱这 土地 》

音频 。课上 ，通过 讲解 、练习 巩固 ，同学 们掌 握了 基本 操作 技能 。随后 ，

邹老 师布 置了“为《我爱 这土 地》配乐 ”的学 习任 务 ，请同 学们 完成 自

己的 配乐 作品 。

任务 要求 ：

①将你 录制 的诗 朗诵 音频 进行 裁剪 、降 噪、 回声 等处 理 ;

②选取 一段 配乐 ，并 根据 你录 制的 《我 爱这 土地 》音 频时 长进 行裁

剪;

③将裁 剪好 的配 乐进 行音 量效 果调 整， 主要 包括 淡入 、淡 出、 音量

更改 、匹 配音 量等 操作 ;

④将配 乐与 诗朗 诵进 行声 道混 音 ;

⑤以 MP3 或 WAV 文件 格式 进行 保存 。

完成 任务 后， 同学 们将 自己 的作 用进 行展 示， 并在 邹老 师的 指导 下

进行 了评 价。

作品 评价 环节 结束 后， 进入 课堂 小结 ，邹 老师 提问 ： “ 同学 们， 你

们还 记得 我们 今天 学了 什么 吗 ?谁来 说一 说?”

同学 们纷 纷举 手回 答， 通过 互相 提示 、补 充， 大家 回顾 了本 节课 的

主要 内容 。接着 ，邹老 师用 PPT 呈现 结构 图如 下图 ，请同 学们 自行 对照 。



然后 ，邹 老师 展示 了一 段获 得大 家一 致好 评的 作品 和同 学们 一起 欣

赏， 结束 了教 学。

问题 ：

(1)邹老 师用 了哪 些方 法完 成了 课堂 小结 ?这些 方法 对学 生的 学习 起

到什 么作 用?

(2)请分 析邹 老师 布置 的学 习任 务的 意图 。

2.随着 移动 技术 的普 及， 二维 码作 为一 种全 新的 信息 存储 ，传 递和

识别 技术 迅速 融入 到了 社会 生活 中 。因此 ，郑老 师专 门设 计、增加 了一

节二 维码 基础 知识 的内 容，提供 并利 用学 校网 络学 习平 台开 展“二维 码

世界 ”主题 学习 活动 ，在课 堂练 习与 小结 环节 ，郑老 师提 示同 学们 进入

学习 平台 ，完成“自我 检测 ”，5 分钟 后，同学 们答 题结 束，提供 平台

自动 生成 了答 题结 果统 计图 表 ，郑老 师和 同学 们共 同查 看了 全国 同学 的

答题 情况 ，从统 计图 标显 示的 题目 正答 率来 看 ，同学 们对 二维 码的 用途

和基 本使 用过 程掌 握的 最好 ，正答 率达 到 90%，提供 对二 维码 的基 本组

成要 素及 其作 用的 理解 ，正答 率为 75%，根据 同学 们的 答题 情况 ，郑老

师发 现同 学们 对于 二维 码基 本组 成要 素的 理解 方面 ，问题 主要 出在 二维



码中“ 回”字形 图形 的用 途上 ，提供 针对 这一 情况 ，郑老 师对 这类 问题

作了 详细 解析 。下课 前，郑老 师提 示同 学们 ，“ 在平 台中 查看 自己 的自

测结 果没 有任 何疑 难问 题可 以给 我留 言。 ”

问题 ：

(1)从评 价主 体角 度分 析郑 老师 在这 一环 节中 使用 的评 价方 式 ，并说

明这 种评 价方 式的 优点 。

(2)请分 析郑 老师 所使 用的 学习 平台 对教 学评 价起 到的 具体 作用 。

四、 教学 设计 题(共 1 题， 共 35 分 )

教学 材料 ：

(1)说一 说计 算机 程序 。计算 机无 论做 多么 复杂 和高 级的 工作 ，都是

通过 逐条 地执 行一 个指 令序 列来 完成 整个 工作 。

(2)说一 说计 算机 软件 。软件 是指 计算 机程 序 、程序 所使 用的 数据 以

及有 关的 文档 资料 等的 集合 ，具有 专门 而完 善的 功能 ，例如 Word 字处

理软 件具 有完 善的 文字 编辑 功能 。

(3)了解 软件 的分 类 。软件 包括 系统 软件 和应 用软 件 。为了 用户 方便

地使 用计 算机 ，充分 发挥 计算 机系 统的 功能 ，围绕 计算 机系 统本 身开 发

的程 序叫 做系 统软 件。 如， 操作 系统 (Operating System)软件 (常用 的

有 Windows、 Unix 等 )、语 言编 译程 序、 数据 库管 理系 统等 。应 用软

件是 为了 某种 使用 目的 而专 门编 写的 程序 集合 ，常用 的应 用软 件有 字处

理软 件、办公 软件 、专用 的财 务软 件、人事 管理 软件 、计算 机辅 助软 件 、

绘图 软件 、学 校学 生成 绩管 理软 件等 。



教学 对象 ：初 一的 学生 在这 节课 之前 已经 学习 了计 算机 硬件 及其 功

能， 并且 已经 初步 认识 了计 算机 。

请采 用任 务驱 动教 学法 完成 下列 教学 设计 。

请根 据材 料回 答以 下问 题：

(1)上述 教学 材料 中的 教学 目标 是什 么 ?

(2)请说 明上 述教 学材 料中 的教 学重 点难 点。

(3)请简 要设 计本 节课 的教 学环 节。

想获取更多免费备考资料可关注福建教师资格网

（http://www.fjjszg.cn/）或关注公众号：福建省教师网。

如何获取答案及解析？

1. 【关注公众号，回复答案即刻获取模拟卷参考答案及解析】

2.回复咨询，与老师在线交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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